
學生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校系

洪瑋婷 國立台灣大學 圖書資訊學系

陳怡璇 國立政治大學 新聞學系

廖芳筠 國立成功大學 資源工程學系

朱芷葶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不分系

洪郁婷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不分系菁英班

李采玲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不分系菁英班

邱郁晴 國立中央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賴曉婷 國立中興大學 生命科學系

李培汝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不分系菁英班

廖裔炘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不分系菁英班

王詩云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不分系菁英班

蘇于婷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英語學系

徐婉凌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數位內容科技學系

姚筱筠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鄧蕎萱 國立嘉義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謝惠中 國立嘉義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曾鈴雅 國立聯合大學 台灣語文與傳播學系

郁采真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 應用音樂學系音樂工程創作組

許晏綺 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 運動健康科學系

李茹寧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不分系菁英班

張沛琪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不分系菁英班

邱玫潔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程科技菁英班

母丹丹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創意生活設計系

宋翊瑄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陳嘉臨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文化資產維護系

蔡筱瑩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曾千慈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林珮汝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文化事業發展系

吳怡華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金融系

陳嘉臨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文化事業發展系

劉梵怡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觀光管理系

蔡彤宜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詹皇俞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觀光管理系

陳又寧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流通管理系

謝念庭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洪培倫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系

陳玟靜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保險金融管理系

廖子瑩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101 學年度升學榜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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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韋辛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尤莉釿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劉俐欣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經營系

江昀芳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美容科

褚育顯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美容科

陳俞瑄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美容科

詹宜芳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美容科

何品萱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美容科

李逸瑜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美容科

姚佳慧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美容科

馬嘉蔆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美容科

陳霈真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美容科

林依芸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美容科

蔡怡如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美容科

吳凌瑜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美容科

江宗桓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美容科

謝雅文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美容科

胡巧昀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美容科

林青蓮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美容科

廖育萱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美容科

潘如意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美容科

徐靖芸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應用日語系

許惠渲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西餐廚藝系

鄭聿茹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烘焙管理系

廖婉廷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應用英語系

葉怡均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烘焙管理系

鄞育絃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中餐廚藝系

于子涵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旅館管理系

胡少君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餐飲管理系

楊安安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休閒暨遊憩管理系

邱珮芊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應用英語系

曾姵華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餐飲管理系

葉晏汝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西餐廚藝系

羅珮玟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旅館管理系

許惠渲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旅運管理系

巨馨芳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旅運管理系

王儒滺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烘焙管理系

陳冠吟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餐飲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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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馨尹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旅館管理系

謝渼檍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旅運管理系

陳宣安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運動保健系

梁雅雯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嬰幼兒保育系

古育如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嬰幼兒保育系

張婉琳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嬰幼兒保育系

廖香婷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嬰幼兒保育系

李容安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化工與材料工程系

呂姿錤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休閒產業管理系

蘇筱淳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徐芳筠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事業系

林心怡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休閒產業管理系

劉嘉文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休閒產業管理系

胡于玲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休閒遊憩系

莊沚勻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劉嘉文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休閒遊憩系

胡于玲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休閒暨遊憩系

陳伶慈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陳雅筠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張  華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陳鈺玫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朱晏霆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白蕙華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江翊萱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張鈞雯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王宣惠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賴映喬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張以青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劉昱均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巨馨芳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保健系

張瑜芳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楊佳樺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黃芬琦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廖倪帷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李宜珊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蔣宜君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徐宇甄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彭奕婷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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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伊婷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陳詩涵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曾思瑋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吳娟伶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梁芳慈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時尚設計與管理系

劉泱爾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航運管理系

王筑萱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朱薏璇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謝佳祐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運籌管理系

江月娥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水產食品科學系

吳芳瓅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海洋休閒管理系

吳宛蓁 國立金門大學 食品科學系

林涵郁 國立金門大學 海洋與邊境管理學系

陳姿君 國立金門大學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洪培倫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國際貿易系

黃姿惠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財務金融系

胡少君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徐維婕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系

江婉甄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航運管理系

賴韋伶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系

林佩樺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

蔡于巧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陳郁菁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海洋運動與遊憩系

沈佩樺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系

黃德美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王苡庭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系

李筱蒨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系

張筱涵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海洋運動與遊憩系

楊景怡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楊絲茜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胡吟璇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航運管理系

劉芸芳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航運管理系

周怡妗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

何惠瑀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王筑萱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李宛芯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系

陳怡安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系

朱薏璇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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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之婷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曾鈺珺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賴品彣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海洋運動與遊憩系

張哲瑜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系

林岳妙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海洋運動與遊憩系

張育綺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系

林詩敏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航運管理系

林意淨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蘇鈺雯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系

林芩蜜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林雅欣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海洋運動與遊憩系

姚佳慧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化妝品應用科

鄭羽秀 國立台東專科學校 餐旅管理科

巫季庭 東海大學 統計學系

卓怡文 東海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吳思賢 東海大學 哲學系

紀劭臻 東吳大學 中國文學系 

洪珮貞 東吳大學 社會學系

劉怡欣 逢甲大學 會計學系
徐郁茹 逢甲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
陳曉竹 逢甲大學 行銷學系
陳　澐 中原大學 心理學系

吳佩珊 中原大學 會計學系

呂宛庭 中國醫藥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劉昀庭 中山醫學大學 職業安全衛生學系

張婕誼 世新大學 英語學系

江紋儀 元智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蘇姿樺 銘傳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趙維安 銘傳大學 華語文教學學系(桃園校區)

黎珮琪 銘傳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學系（桃園校區）

呂　青 銘傳大學 都巿規劃與防災學系

沈洺匡 實踐大學 服飾設計經營學系

卓育昭 實踐大學 時尚設計學系（高雄校區）

江  苓 實踐大學 時尚設計學系（高雄校區）

黃婷婷 實踐大學 時尚設計學系（高雄校區）

王宣惠 實踐大學 時尚設計學系（高雄校區）

謝郡之 實踐大學 觀光管理學系（高雄校區）

廖怡玲 實踐大學 休閒產業管理學系（高雄校區）

第 5 頁，共 26 頁



學生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校系

101 學年度升學榜單

何欣窈 實踐大學 會計資訊學系

許綉欣 實踐大學 應用英文學系

許采筠 實踐大學 會計資訊學系

何盈瑩 實踐大學 應用中文學系

馬宇慈 實踐大學 金融管理學系

徐晨瑄 靜宜大學 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

趙婉伶 靜宜大學 臺灣文學系

邱雅苡 靜宜大學 西班牙語文學系

陳萌萌 靜宜大學 食品營養學系營養與保健組

孫予庭 靜宜大學 臺灣文學系

林雅芬 靜宜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陳  蒓 靜宜大學 會計學系
陳姿文 靜宜大學 會計學系
張瑋倫 靜宜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李依蓁 靜宜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胡吟璇 靜宜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廖映萱 靜宜大學 英國語文學系

林羽芹 靜宜大學 社會工作與兒童少年福利學系

蘇子瑋 文化大學 社會福利學系

林詠棋 真理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台北校區）

蔡宓孜 義守大學 物理治療學系

陳雨寗 義守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邱念慈 長榮大學 大眾傳播系

何岱寧 南華大學 建築與景觀學系

夏秀菁 南華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黃馨儀 亞洲大學 資訊多媒體應用學系多媒體應用組

田晉瑄 亞洲大學 心理學系

李敏瑄 亞洲大學 心理學系(臨床與認知神經組)

吳芸萱 亞洲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李如珊 亞洲大學 健康產業管理學系

黃宇晨 亞洲大學 國企業學系際行銷組

陳美瑜 亞洲大學 創意商品設計學系創意商品設計組

簡薏秦 亞洲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師資培育學系)

詹雅筑 亞洲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投資管理組
潘君柔 亞洲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枋雅靖 亞洲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呂宜緻 亞洲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王韻雯 亞洲大學 財經法律系科技法律組
黃鈺珈 亞洲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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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菱瑩 亞洲大學 財經法律學系科技法律組

陳薇婷 亞洲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國際企業經營組)

劉佳甄 亞洲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乙)

盧思安 亞洲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賴安愉 亞洲大學 資訊多媒體應用學系多媒體應用組

王婞甄 亞洲大學 會計與資訊學系財稅應用組

廖怡雯 亞洲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師資培育學系）

郭一涵 亞洲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師資培育學系）

洪千惠 亞洲大學 保健營養生技學系化妝品組

李念蓁 亞洲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戴妤庭 亞洲大學 時尚設計學系

李明芳 亞洲大學 保健營養生技學系食品營養組
謝嘉薇 大葉大學 生物產業科技學系美妝品科技組    
巫佳靜 大葉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林相妘 大葉大學 英美語文學系

陳品儒 大葉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夏  萱 大葉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陳靜儀 大葉大學 餐旅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柳皓閔 開南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財務管理組

王茹驛 明道大學 休閒保健學系

劉淑敏 明道大學 產業創新與經營學系

柯保如 明道大學 時尚造形學系

顏子孆 明道大學 時尚造形學系

張恩瀞 明道大學 時尚造形學系

廖翊均 明道大學 時尚造形學系

趙冠婷 明道大學 數位設計學系

洪聿齡 明道大學 時尚造形學系

李宛庭 明道大學 數位設計學系

張寧惠 明道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

吳雅筑 文藻外語學院 外語教學系

邱馨儀 文藻外語學院 法國語文系

馬依萍 文藻外語學院 翻譯系

孫意涵 文藻外語學院 國際企業管理系

辛森丹妮娜文藻外語學院 國際事務系

吳璿如 文藻外語學院 英國語文系

張紓萍 文藻外語學院 國際企業管理系

吳育瑩 文藻外語學院 日本語文系

謝佳倚 朝陽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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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郁彣 朝陽科技大學 保險金融管理系

柯喻文 朝陽科技大學 保險金融管理系

張硯涵 朝陽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楊絲茜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周怡妗 朝陽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陳怡安 朝陽科技大學 銀髮產業管理系

莊婷俞 朝陽科技大學 會計系

鄭文琦 朝陽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林昭邑 朝陽科技大學 會計系

劉依庭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黃郁涵 朝陽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廖怡婷 朝陽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林婉婷 朝陽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林彥君 朝陽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林祈汎 朝陽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郭姿佑 朝陽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羅秀慧 朝陽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顏蕙如 朝陽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江宛育 朝陽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楊玉雯 朝陽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林宜璇 朝陽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林鳳美 朝陽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吳佳珣 朝陽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沈佩樺 朝陽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白羽晴 朝陽科技大學 營建工程系

蔡宛珊 朝陽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李筱蒨 朝陽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林靜宜 朝陽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劉芷均 朝陽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陳芷蕙 朝陽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李姿蓉 朝陽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郭雅珉 朝陽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張雅雯 朝陽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劉祐瑄 朝陽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李珮瑜 朝陽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郭柷妤 朝陽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陳佩珊 朝陽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陳霈萱 朝陽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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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文喻 朝陽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劉晏如 朝陽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張雅筑 朝陽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劉昱均 朝陽科技大學 建築系建築組

詹雅嵐 朝陽科技大學 銀髮產業管理系

賴品彣 朝陽科技大學 銀髮產業管理系

林琬慈 朝陽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謝靜妤 朝陽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高珮慈 朝陽科技大學 會計系

江婉甄 僑光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胡雅婷 僑光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

甘倖如 僑光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鍾孟真 僑光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

賴韋伶 僑光科技大學 財經法律系

王韻筑 僑光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楊雅幀 僑光科技大學 財經法律系

鄭雅如 僑光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吳欣耘 僑光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吳毓梅 僑光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許佑璇 僑光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運籌系

林佳儒 僑光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許涵茹 僑光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

廖育旋 僑光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黃舒曼 僑光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

蔡瑜臻 僑光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運籌系

東欣慧 僑光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

黃柔蓓 僑光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林玫君 僑光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蕭名秀 僑光科技大學 旅館與會展管理系

簡雅君 僑光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運籌系

林庭莉 僑光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蘇雅婷 僑光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葉雅琳 僑光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劉芳君 僑光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林詩婷 僑光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運籌系

黃素瑩 僑光科技大學 旅館與會展管理系

許慈芳 僑光科技大學 旅館與會展管理系

鄭育慈 僑光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運籌系

第 9 頁，共 26 頁



學生姓名 錄取學校 錄取校系

101 學年度升學榜單

陳姿伃 僑光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運籌系

黃馨潔 僑光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運籌系

張晴方 僑光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曾思涵 僑光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運籌系

張儒慧 僑光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運籌系

陳思婕 僑光科技大學 旅館與會展管理系

洪鶴瑄 僑光科技大學 生活創意設計系

林鈺卿 僑光科技大學 生活創意設計系

鄭憶如 僑光科技大學 生活創意設計系

鄭秋芊 僑光科技大學 生活創意設計系

謝欣娑 僑光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陳品瑄 僑光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張佳瑄 僑光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林欣儀 僑光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高淑惠 僑光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許瑄洳 僑光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曾鈺珺 僑光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戴法珉 僑光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陳宜萍 僑光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王思涵 僑光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呂俞萱 僑光科技大學 旅館與會展管理系

康雅晴 僑光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吳宜蓁 僑光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柯雅雯 僑光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吳雅萱 僑光科技大學 旅館與會展管理系

林思驊 僑光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吳婉玲 僑光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張瑋真 僑光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劉潔儒 僑光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曾子瑄 僑光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楊惠瑜 僑光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何旻珊 僑光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陳嘉秀 僑光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運籌系

黃德美 僑光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蔡宛軒 僑光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王苡庭 僑光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王琪雅 僑光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

林婷萱 僑光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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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政蓉 僑光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

郭育瑄 僑光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

陳欣怡 僑光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劉芸芳 僑光科技大學 旅館與會展管理系

蔡瑾君 僑光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陳琬玲 僑光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呂佳霈 僑光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黃雅靜 僑光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洪穎姍 僑光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黃玉樺 僑光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運籌系

賴筠 僑光科技大學 旅館與會展管理系

黃安儀 僑光科技大學 生活創意設計系

張富柔 僑光科技大學 生活創意設計系

林欣儀 僑光科技大學 生活創意設計系

賴映喬 僑光科技大學 生活創意設計系

蔡嘉芹 僑光科技大學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陳品儒 僑光科技大學 生活創意設計系

李佳臻 僑光科技大學 應用華語文系

廖芙華 僑光科技大學 應用華語文系

游佳俐 僑光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高瑜悧 僑光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黃怡嘉 僑光科技大學 旅館與會展管理系

顏維彤 僑光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許鈺昀 僑光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黃仁祖 僑光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葉譯楨 僑光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鄧佳盈 僑光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張詩昀 僑光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林郁雰 僑光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張哲瑜 僑光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趙蓮華 僑光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陳旋昭 中臺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薛宇雯 中臺科技大學 醫療暨健康產業管理系

陳季珊 中臺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余宛儒 中臺科技大學 醫療暨健康產業管理系

劉思妤 中臺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柯凱菱 中臺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吳品萱 中臺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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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雅馨 中臺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王意筑 中臺科技大學 醫療暨健康產業管理系

蔡佩珊 中臺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王暐淳 中臺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黃怡婷 中臺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陳琬妤 中臺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曾慈珊 中臺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高璇 中臺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江沛珊 中臺科技大學 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

詹淑德 中臺科技大學 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

郝純萱 中臺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楊舒涵 中臺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李柔萱 中臺科技大學 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

謝依庭 中臺科技大學 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

李思昀 中臺科技大學 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

曾韻靜 中臺科技大學 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

黃詩涵 中臺科技大學 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

李佩蓉 中臺科技大學 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

鍾佩真 中臺科技大學 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

黃美娟 中臺科技大學 老人照顧系

林采瑩 中臺科技大學 老人照顧系

房雅旻 中臺科技大學 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

劉冠筠 中臺科技大學 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

游慧君 中臺科技大學 醫療暨健康產業管理系

張雅婷 中臺科技大學 牙體技術暨材料系

吳幸玟 中臺科技大學 食品科技系

楊馥戎 中臺科技大學 食品科技系

孫佩雯 中臺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梁釋方 中臺科技大學 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

黃喬琦 中臺科技大學 醫療暨健康產業管理系

陳盈鈞 中臺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鐘郁萱 中臺科技大學 醫療暨健康產業管理系

廖敏伶 中臺科技大學 醫療暨健康產業管理系

王純俐 中臺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廖晏瑩 中臺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邱名吟 中臺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劉庭燕 中臺科技大學 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

楊子依 中臺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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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玟菁 中臺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陳靜怡 中臺科技大學 老人照顧系

劉又瑄 中臺科技大學 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

陳容瑩 中臺科技大學 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

詹汶潔 中臺科技大學 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

黎家安 中臺科技大學 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

陳伊姍 中臺科技大學 老人照顧系

王誼庭 中臺科技大學 老人照顧系

周琬惠 中臺科技大學 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

吳羽淳 中臺科技大學 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

陳永琳 中臺科技大學 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

游筑雅 中臺科技大學 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

林怡芳 中臺科技大學 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

陳郁菁 中臺科技大學 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

洪若華 中臺科技大學 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

林可絜 中臺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陳億如 中臺科技大學 食品科技系

蔡佩蓁 中臺科技大學 食品科技系

莊明娟 中臺科技大學 食品科技系

陳雅郁 中臺科技大學 食品科技系

黃婷 中臺科技大學 醫療暨健康產業管理系

林怡馨 中臺科技大學 食品科技系

鄒佳蓉 中臺科技大學 食品科技系

詹皓甯 中臺科技大學 護理系

陳法蓉 弘光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林冠妤 弘光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吳恣妤 弘光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李姿蓉 弘光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陳映竹 弘光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陳微欣 弘光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林沛臻 弘光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朱邦萱 弘光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何嘉珍 弘光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鄭有庭 弘光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胡貫婷 弘光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吳姿蓉 弘光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張芷菱 弘光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蔡欣樺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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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雅萱 弘光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陳怡暄 弘光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王語柔 弘光科技大學 老人福利與事業系

廖珮琦 弘光科技大學 美髮造型設計系

賴婉菁 弘光科技大學 美髮造型設計系

鄭佩姍 弘光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系

戴如梅 弘光科技大學 老人福利與事業系

許瑋倫 弘光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系

楊佳琦 弘光科技大學 美髮造型設計系

何彥樺 弘光科技大學 美髮造型設計系

陳俞安 弘光科技大學 美髮造型設計系

陳淨蓮 弘光科技大學 老人福利與事業系

楊淨惠 弘光科技大學 美髮造型設計系

梁芳瑜 弘光科技大學 美髮造型設計系

黃紫璇 弘光科技大學 美髮造型設計系

丁佩里 弘光科技大學 美髮造型設計系

張雅雯 弘光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系

謝佩珊 弘光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系

廖詩涵 弘光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系

楊美玲 弘光科技大學 健康事業管理系

王筑妍 弘光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系

藍乙慈 弘光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系

凌馨蓉 弘光科技大學 健康事業管理系

詹謹瑜 弘光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系

陳儀霈 弘光科技大學 健康事業管理系

蕭歆瑜 弘光科技大學 文化事業發展系

徐筱涵 弘光科技大學 文化事業發展系

陳莉婷 弘光科技大學 運動休閒系

朱婕汝 弘光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黃冠齡 弘光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莊雅惠 弘光科技大學 營養系

顏茲羽 弘光科技大學 食品科技系

楊珮宜 弘光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廖婉如 弘光科技大學 食品科技系

游佩綺 弘光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沈于涵 弘光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施雅馨 弘光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林育如 弘光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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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婕翎 弘光科技大學 營養系

楊淨雅 弘光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裘庭婕 弘光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張雅菁 弘光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曾湘琦 弘光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陳麗菁 弘光科技大學 老人福利與事業系

陳虹錡 弘光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陳品萱 弘光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廖沛鈺 弘光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林佾萱 弘光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蔡欣穎 弘光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張佳棋 弘光科技大學 老人福利與事業系

賴姿羽 弘光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曾于軒 弘光科技大學 老人福利與事業系

陳柔羽 弘光科技大學 老人福利與事業系

賴韻宇 弘光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連宣柔 弘光科技大學 老人福利與事業系

蔡涴伊 弘光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洪子硯 弘光科技大學 物理治療系

曾盈瑜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蔡至柔 弘光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系

黃晏真 弘光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系

曾家誼 弘光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系

林思妤 弘光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系

邱瑜珮 弘光科技大學 美髮造型設計系

劉宜婷 弘光科技大學 美髮造型設計系

張雅喬 弘光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系

何珮儀 弘光科技大學 護理系

陳潔柔 弘光科技大學 文化事業發展系

唐嘉妤 弘光科技大學 運動休閒系

施雅芸 弘光科技大學 食品科技系

楊心萍 弘光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王品捷 弘光科技大學 營養系

田家如 弘光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王佳蓉 弘光科技大學 文化事業發展系

蔡于巧 弘光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蔡潔儀 弘光科技大學 營養系

林怡岑 弘光科技大學 健康事業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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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佩容 弘光科技大學 營養系

詹捷茗 正修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托育教學組

賴姿鈞 正修科技大學 生技彩妝學位學程

林于婷 正修科技大學 生技彩妝學位學程

陳緯韓 正修科技大學 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

呂怡儒 正修科技大學 生技彩妝學位學程

楊瑀薰 正修科技大學 觀光遊憩學位學程

許凱媜 正修科技大學 觀光遊憩學位學程

林慈容 長庚科技大學 護理系

洪思雅 長庚科技大學 護理系（林口本部）

陳慈欣 長庚科技大學 護理系（林口本部）

洪采均 長庚科技大學 護理系（嘉義分部）

張莉昀 長庚科技大學 護理系（嘉義分部）

陳馨笛 長庚科技大學 護理系（嘉義分部）

楊儀 長庚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林口本部）

洪毓翎 長庚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林口本部）

許雅閔 長庚科技大學 護理系（嘉義分部）

蔣光湄 長庚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系（林口本部）

陳舒婷 長庚科技大學 護理系（嘉義分部）

王筑萱 南台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

劉庭瑋 南台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游千瑩 南台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黃怡嘉 南台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陳映如 南台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王羿惠 南台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商業設計組

翁郁婷 南台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湯靜欣 慈濟技術學院 醫務管理系

施曉芃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醫務管理系

吳寶華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資訊科技系

涂毓庭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醫務管理系

游欣怡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醫務管理系

林庭妍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林語柔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嬰幼兒保育系

朱書萱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生活應用與保健系

陳念慈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生活應用與保健系

洪婧芳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陳琬柔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莊佩蓉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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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芷妍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李憶君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彭映綺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王怡川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張雅喬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蔡宜君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廖宜嫻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王微婷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觀光事業管理系

魏雅岑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醫務管理系

李嘉珣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

鄭筑尹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沙旻瑩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休閒保健管理系

蕭名秀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林家馨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兒童產業服務學位學程

劉宣瑋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嬰幼兒保育系

林筱薇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陳緯韓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曹婉蜊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歐陽慧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姚向玲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生活應用與保健系

吳詩婷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

簡秀芳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生活應用與保健系

盧佳渝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江京倫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食品科技系

朱韻蓉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陳雅盈 樹德科技大學 會議展覽與國際行銷學位學程

夏鳳培 樹德科技大學 流行設計系

李嘉容 樹德科技大學 流行設計系

劉千鳳 樹德科技大學 流行設計系

鄭閔云 樹德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洪嘉瑩 樹德科技大學 藝術管理與藝術經紀學位學程

陳逸欣 樹德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陳彥玲 樹德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陳盈如 環球科技大學 美容造型設計系

張怡庭 環球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陳佑妮 環球科技大學 商品設計系

仇心儀 環球科技大學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張怡涵 環球科技大學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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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羽靖 環球科技大學 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陳怡萱 環球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林妤芯 環球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顏桾羽 環球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黃瓊璘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醫務管理系

陳怡君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醫務管理系

藍珮嘉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

詹惠君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吳娟伶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護理系

林美其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食品營養系營養組

鐘珮珊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黃怡瑄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系

許庭瑛 元培科技大學 健康休閒管理系

賴夙慧 元培科技大學 護理系

蔡佳恩 元培科技大學 護理系

呂靜慈 元培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黃詩容 元培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吳家慧 元培科技大學 護理系

葉怡君 元培科技大學 護理系

施媛羚 元培科技大學 護理系

賴詠馨 元培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魏瑜鋒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時尚造型設計管理系展演設計組（淡水校區）

陳宣妙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時尚造型設計管理系展演設計組（淡水校區）

張采甄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海洋運動休閒系（士林校區）

陳嘉凌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海洋運動休閒系（士林校區）

王子昀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運動休閒與健康管理學位學程

劉芷瑄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旅館管理學位學程

吳敏慈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旅館管理學位學程

羅巧妮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楊佳娟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美容造型設計系

張馨文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美容造型設計系

楊鈁婷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美容造型設計系

楊玉如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美容造型設計系

孫靖雅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運動休閒與健康管理學位學程

林佳慧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美容造型設計系

邱瑜珮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生活服務產業系

陳琬婷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生活服務產業系

張博怡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美容造型設計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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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恬寧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時尚設計系

李家瑩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美容造型設計系

何孟蓁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時尚設計系

陳俞樺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美容造型設計系

鄭惠蓮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趙虹芷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商品設計系

賴佳均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李昕寧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黃屏慈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紀心婷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商品設計系

陳思瑜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室內設計系

詹喻雯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多媒體動畫系

王筱蓉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餐飲系

陳冠廷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餐飲系

張雅雯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

楊雅筑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陳湘鈺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運動休閒與健康管理學位學程

徐偉馨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蔣佩芸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旅館管理學位學程

劉慧妍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美容造型設計系

王君萍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美容造型設計系

許廷羽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時尚設計系

施懿真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時尚設計系

卓慧亭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時尚設計系

詹家瑜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時尚設計系

張瓊文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服飾設計管理系

郭琬幀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時尚設計系

張珊珊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服飾設計管理系

蕭綏寰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商品設計系

許瑄洳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餐飲系

游雅惠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餐飲系

廖于茵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運動休閒與健康管理學位學程

廖雅雯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旅館管理學位學程

陳郁菁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楊惠茹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潘子婷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陳映彤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楊珮穎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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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筱晏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時尚造型設計系

賴靖伊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許瑋庭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劉育慈 建國科技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陳倚弦 建國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系

王如音 建國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陳敏祺 建國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管理系

鄭雅之 建國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黃琬婷 建國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張雁婷 建國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陳盈婷 建國科技大學 空間設計系

林妙宣 建國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王銘萱 建國科技大學 觀光系

冉宜樺 建國科技大學 觀光系

鞏玟涵 建國科技大學 觀光系

才瀠涵 建國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林育璇 建國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陳亭瑜 建國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陳惠鈞 建國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黃佳瑜 建國科技大學 行銷與服務管理系

林妙臻 建國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吳翊君 建國科技大學 遊戲與產品設計系

張淑慢 建國科技大學 美容系

邱怡蒨 建國科技大學 遊戲與產品設計系

高莉婷 建國科技大學 空間設計系

王薇傑 建國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

蔡宜融 建國科技大學 遊戲與產品設計系

丁穎榆 建國科技大學 觀光系

蔡茜如 修平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林格亘 修平科技大學 應用財務金融系

黃詩淳 修平科技大學 應用財務金融系

吳欣樺 修平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李宜靜 修平科技大學 人力資源發展系

張慧如 修平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經營系

賴美如 修平科技大學 應用財務金融系

李宜臻 修平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黃怡婷 修平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趙千毓 修平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經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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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映君 修平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許嘉文 修平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李雅竹 修平科技大學 應用日語系

陳佳茹 修平科技大學 應用財務金融系

楊琇淳 修平科技大學 應用財務金融系

林姿君 修平科技大學 人力資源發展系

曾鈺珊 修平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經營系國際會展與觀光休閒組

蘇郁婷 修平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王怡潔 修平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黃婉婷 修平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經營系國際會展與觀光休閒組

林玟穎 修平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林明稔 修平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郭惠瑀 修平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張芳慈 修平科技大學 觀光與遊憩管理系

吳佩珊 修平科技大學 人力資源發展系

曾盈雅 修平科技大學 應用日語系

余姿儀 修平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經營系國際會展與觀光休閒組

林芷郁 修平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經營系

劉子琪 修平科技大學 應用財務金融系

劉于慈 修平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潘欣玫 修平科技大學 資訊網路技術系

林柔均 修平科技大學 人力資源發展系

吳宛舒 修平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蕭瑞雯 修平科技大學 人力資源發展系

林惠婷 修平科技大學 應用財務金融系

林怡馨 修平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經營系國際會展與觀光休閒組

江宛芸 修平科技大學 人力資源發展系

張宴嘉 修平科技大學 人力資源發展系

許庭瑛 修平科技大學 資訊網路技術系

曾敏蓉 修平科技大學 人力資源發展系

林雅雯 修平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張柏茹 修平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黃珮珍 修平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廖佳洵 修平科技大學 人力資源發展系

薛翊辰 修平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廖馥鈺 修平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李婕妤 修平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何思諄 修平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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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紅憫 修平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陳珊珊 修平科技大學 應用日語系

陳靜嫻 修平科技大學 人力資源發展系

陳靖怡 修平科技大學 觀光與遊憩管理系

陳盈蓁 修平科技大學 觀光與遊憩管理系

陳雅慈 修平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休閒事業組

黃鈺筑 修平科技大學 人力資源發展系

蔣宜庭 修平科技大學 應用日語系

謝伊茹 修平科技大學 應用日語系

劉宜霈 修平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高莉婷 修平科技大學 應用日語系

陳柏如 崑山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賴明淳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黃心妤 崑山科技大學 視訊傳播設計系

鍾怡芳 崑山科技大學 視訊傳播設計系

李毓軒 崑山科技大學 視訊傳播設計系

洪于婷 崑山科技大學 視訊傳播設計系

林佳琪 崑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俞涵耘 崑山科技大學 空間設計系

施明慧 崑山科技大學 空間設計系

劉鈺亭 崑山科技大學 空間設計系

黃靖雅 崑山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黃郁綺 崑山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系

許書慈 崑山科技大學 視訊傳播設計系

楊夢婷 崑山科技大學 公共關係暨廣告系

張紓萍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國際會展與觀光休閒組

楊巧芸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保險金融管理系

何惠瑀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系

蔡伶翊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廖欣瑜 醒吾技術學院 國際商務系

王菀咨 醒吾技術學院 時尚造形設計系

李佩娟 醒吾技術學院 時尚造形設計系

李念璇 醒吾技術學院 商業設計經營系

王采纁 醒吾技術學院 餐旅管理系

楊哲寧 醒吾技術學院 觀光休閒系

林宥薰 醒吾技術學院 時尚造形設計系

陳憶婷 醒吾技術學院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顏琬蒨 醒吾技術學院 資訊傳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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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欣怡 醒吾技術學院 觀光休閒系

王譯苓 醒吾技術學院 觀光休閒系

鍾幼閔 龍華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陳思吟 龍華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劉懿慧 嶺東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郭珮琪 嶺東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林佩怡 嶺東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林伊玲 嶺東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曾羿婷 嶺東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陳欣怡 嶺東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劉宛婷 嶺東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陳伊汝 嶺東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蔡瑾君 嶺東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王文妤 嶺東科技大學 資訊網路系

林之婷 嶺東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邱慧綺 嶺東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張洛瀕 嶺東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葉惠婷 嶺東科技大學 流行設計系

廖君芳 嶺東科技大學 流行設計系

熊子萱 嶺東科技大學 流行設計系

林砡卉 嶺東科技大學 流行設計系

劉采庭 嶺東科技大學 流行設計系

蕭云函 嶺東科技大學 流行設計系

黃詩婷 嶺東科技大學 流行設計系

張雅雯 嶺東科技大學 流行設計系

夏珮蓁 嶺東科技大學 流行設計系

莊天慈 嶺東科技大學 流行設計系

林宜欣 嶺東科技大學 流行設計系

洪琇誼 嶺東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賴玉鳳 嶺東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黃孟湘 嶺東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張育瑄 嶺東科技大學 科技商品設計系

林慧冠 嶺東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洪子惠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曾綉燕 嶺東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張筱芬 嶺東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林美伶 嶺東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蘇珮于 嶺東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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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維婕 嶺東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林鈺真 嶺東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邱莉玲 嶺東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林茹萍 嶺東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楊薏瑜 嶺東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莊惠琳 嶺東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林君怡 嶺東科技大學 會計資訊系

劉文媛 嶺東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吳珮君 嶺東科技大學 國際企業系

廖珮伃 嶺東科技大學 金融與風險管理系

李佳宜 嶺東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鄭雅瑗 嶺東科技大學 流行設計系

蔡佩芬 嶺東科技大學 流行設計系

林微遐 嶺東科技大學 流行設計系

吳小珊 嶺東科技大學 流行設計系

劉冠筠 嶺東科技大學 流行設計系

孫靖雅 嶺東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鄭雅禎 嶺東科技大學 流行設計系

潘韋彤 嶺東科技大學 流行設計系

張乃懿 嶺東科技大學 流行設計系

李語婕 嶺東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張晏甄 嶺東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黃孟湘 嶺東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楊雅玲 嶺東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施旻儀 嶺東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蔡侑陵 嶺東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施至徽 嶺東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廖若榕 嶺東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吳育寧 嶺東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錢美伊 嶺東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林思涵 嶺東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俞吟佳 遠東科技大學 創意商品設計與管理系

駱慧珣 遠東科技大學 創新設計與創業管理系

李宇茜 遠東科技大學 創意商品設計與管理系

郭雅鈞 遠東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與管理系

陳怡儒 遠東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蔡亞萍 遠東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張怡庭 遠東科技大學 創意商品設計與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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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亭瑋 遠東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湯佩芸 遠東科技大學 休閒運動管理系健康促進組

許郡庭 遠東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詹伊雯 遠東科技大學 旅遊事業管理系領隊導遊組

王蕷婷 輔英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邱琳瑋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廖畇評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演藝事業學士學位學程

吳謹汶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黃莉娟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詹舒婷 景文科技大學 理財與稅務規劃系

劉凱芸 景文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卓志佳 景文科技大學 旅館管理系

潘敏嘉 景文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資訊管理組

侯昀怡 景文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英文組

謝瑀婕 景文科技大學 國際貿易系

莊千慧 景文科技大學 旅館管理系

林晏慈 清雲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張家馨 高苑科技大學 香妝與養生保健學位學程

黃琬君 高苑科技大學 資訊傳播系

張桂鳳 高苑科技大學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創意行銷組

陳亭君 致理技術學院 應用英語系

卓欣慧 致理技術學院 國際貿易系

廖于婷 致理技術學院 多媒體設計系

謝宜臻 南開科技大學 財務管理系

詹汶樺 南開科技大學 財務管理系

劉芸紜 南開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與設計系

呂郁昕 南開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與設計系

陳玫均 南開科技大學 財務管理系

朱翎華 南開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洪千淳 南開科技大學 福祉科技與服務管理系

劉舒姍 南開科技大學 多媒體動畫應用系

賴曼萍 南開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與設計系

蔡馥安 南開科技大學 多媒體動畫應用系

劉柔君 南開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林庭葦 南開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林于歆 南開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

林瑞衣 南開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與設計系

張舒婷 南開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與設計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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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芷晴 南開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與設計系

高苾菡 南開科技大學 多媒體動畫應用系

吳定軒 南開科技大學 多媒體動畫應用系

林昀臻 南開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電腦遊戲設計組

朱文寧 南開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黃敏慈 南開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系

陳雅維 南開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陳冠吟 南開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李香君 南開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徐子琇 南開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系

陳瑋均 南開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王詩佩 南開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

林靜瑜 明新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盂俞忻 明新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林育儒 中華科技大學 航空服務管理系（新竹校區）

施孟樺 中國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新竹校區）

譚宇秦 中國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台北校區）

趙于萱 中國科技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台北校區）

林萍譓 中國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新竹校區）

邱郁婷 中國科技大學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新竹校區）

朱耘辰 中國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新竹校區）

謝佳螢 中國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新竹校區）

邱宥臻 吳鳳科技大學 運動健康與休閒系

江品萱 吳鳳科技大學 觀光休閒管理系

楊鈞薇 東南科技大學 營建科技系

馮貝平 東南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演藝事業管理組

陳易萱 萬能科技大學 商業設計系數位媒體設計組

陳新霈 大華技術學院 觀光管理系

歐陽湘穎 黎明技術學院 觀光與餐旅管理系

林孝慈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數位媒體設計系動漫藝術組

鄭妃君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視覺傳達設計系

孫維 東方設計學院 影視藝術系

湯日華 東方設計學院 影視藝術系

林筱涵 東方設計學院 表演藝術學位學程

呂芮慈 東方設計學院 影視藝術系

姚岱芸 臺灣觀光學院 餐飲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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